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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游人杰 因公无法出席 王建新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汇顶科技 60316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丽 程晓华 

电话 0755-36381882 0755-36381882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一路软件产

业基地4栋D座8楼 

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一路软件产

业基地4栋D座8楼 



电子信箱 ir@goodix.com ir@goodix.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593,000,281.92 3,215,246,444.55 1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044,843,090.38 2,734,623,420.66 11.3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9,025,606.68 -118,048,990.96 361.78 

营业收入 1,837,793,705.28 1,210,898,160.03 5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81,975,737.22 304,056,350.75 5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79,206,006.43 308,249,080.67 55.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51 24.18 减少7.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0831 0.7601 42.4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0831 0.7601 42.4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5,24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张帆 境内自

然人 

48.39 215,356,000 215,356,000 无   

汇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21.34 94,966,000 94,966,000 无   

深圳市汇信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25 45,602,000 45,602,000 无   

四川惠邦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4.49 19,984,000 19,984,000 质押 5,350,000 



人 

朱星火 境内自

然人 

2.69 11,987,600 11,987,600 无   

深圳市汇持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1 7,600,400 7,600,400 无   

杨奇志 境内自

然人 

1.01 4,504,000 4,504,000 质押 128,000 

吕志炎 境内自

然人 

0.12 554,228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邮核心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12 516,686 0 无   

曹晖 境内自

然人 

0.12 512,12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公司持续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开展经营工

作，实现了公司的持续成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37,793,705.28 元，同比增长 5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81,482,771.95 元，同比增长 58.23%。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工作如下：  

1、市场及销售： 



2017 上半年，公司的指纹芯片不仅在手机市场的占有率持续提高，销售收入持续提升，而且

指纹芯片产品一线品牌客户的旗舰机型上获得广泛采用，证明了公司全球领先的指纹识别技术得

到客户的广泛认可。上半年，华为 P10& P10 Plus、小米 6、vivo X9s plus，锤子坚果 Pro、 魅族 Pro 

7 等众多产品均搭载了汇顶指纹识别方案。同时，公司将指纹识别应用市场拓展至笔记本电脑领

域，已经有华为 Matebook X,和华硕 ZenBook Flip S 等机型采用。  

经过几年的不断进步，电容式指纹的技术日渐成熟，带来了应用的日渐普及和竞争的日趋激

烈。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软件算法的不断优化，sensor 面积大大减少，降低了这项技术的应

用成本，帮助了这项技术的普及。所以，指纹芯片售价的降低，既体现了电容式指纹技术的日趋

成熟和竞争加剧，同时也是 sensor 成本不断降低的结果。 

公司拥有领先的自主芯片和算法设计能力，在小 sensor 的设计，算法的匹配优化上有极大的

竞争优势，未来仍将在电容式指纹技术保持产品和市场的强有力的竞争能力。 

随着全面屏手机的到来，我们认为未来电容式指纹产品的主要应用领域在于背面和侧面方案。

面对激烈的竞争，我们将持续进行技术研究和技术升级。针对玻璃后盖的设计普及，公司支持玻

璃盖板的指纹识别方案将会继续成为主流设计趋势；同时公司推出适应侧面按键的超窄边指纹芯

片，拓展设计应用的灵活性。 

公司还积极进行国际客户拓展以提升指纹识别芯片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 

2017 上半年，公司的触控芯片继续保持在手机和平板电脑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竞争能

力，并开始拓展在笔记本电脑市场的应用。 

2、研究与开发 

2017 上半年，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费用 217,167,016.48 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12%。截止到 2017

年 6 月底，公司已累计申请国内、PCT 和国外专利共 1262 件，授权共 162 件。公司聚焦以客户需

求和用户体验为中心的创新，在电容式触控及指纹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持续发力，同时积极拓展

新技术和产品，不断创新，取得可喜成果。 

公司全球首创的活体指纹识别技术分别荣获 2017 国际消费电子展（CES）嵌入式技术类全球

创新金奖，爱迪生奖（The Edison Awards）应用技术类金奖以及第 10 届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TAIPEI)创新设计大奖。 

在 2017 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上，公司发布了全球首创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显示屏内指纹识别技术，该技术实现了“屏幕即指纹识别”的技术革新。此项技术在第 10 届台北国

际电脑展 (COMPUTEX TAIPEI)上，斩获创新设计大奖，吸引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行业和商业媒体

以及投资者的广泛关注。 



公司相信屏幕内指纹技术是未来指纹识别市场竞争的主旋律，而公司在此已经投入多年，组

建了实力强大的研发团队并积累了多年的经验。目前正在致力于屏幕内指纹技术的性能优化及量

产问题解决。 

公司也正在积极拓展指纹识别技术的在智能家居等新领域的应用，给消费者带来更安全和便

捷的使用体验。 

公司正积极进行针对汽车应用的触控芯片开发，并将在年内完成触控芯片的汽车应用认证。

公司还将在 PC 应用的触控技术上通过新产品的推出继续提升触控产品的营业规模和盈利能力。 

除了触控和指纹技术产品领域，公司也在积极进行新的技术和产品领域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这些工作将长期持续进行，并通过这些长期的持续投入，在智能移动终端获得更多的成长机会，

并在可穿戴和物联网市场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3、管理方面 

公司持续进行内部管理系统的完善和优化。随着公司营业规模的扩大和业务领域的拓展，建

立了产品线管理系统，对各产品及产品线的盈利和投入进行精细化规范管理，加强内部风险控制

建设，提升了产品线端到端的运营管理能力，在内控体系建设上为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